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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1∶250 000） 

第 1 部分 总则》（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制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1∶250 000） 第一部分 总则》是我国矿

产资源潜力评价常态化需要，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牵

头并组织有关专家编制的。 

该项任务下达时名称为“地质矿产勘查标准的研制与修订——制定矿产资源

潜力评价规范（第一～第二部分）”，《制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 1 部分 总

则》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工作时间为 2013－2014 年。任务书编号：总[2013] 

02-038-002、总[2014]04-023-003，工作项目编码：12120113021400，工作项目

承担单位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参加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本工

作项目 2013 年经费为 50 万元，2014 年为 30 万元，总经费共 80 万元。2017 年

已列入国土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计划号为 2017039。 

（二）目的任务 

1、在广泛调研、充分收集、整理已有成矿区划和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有

关技术要求、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紧密依托正在开展的相关调查与评价项目，

确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内容与评价方法，构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总体框架。

编写《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一部分：总则》。 

2、分析国内外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矿地质背景研究现状和经验的基础上，

研究确定成矿地质背景研究的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编制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

变质岩和构造图件等的有关要求，制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二部分：成

矿地质背景研究》。 

（三）主要工作过程 

1．2012 年 10 月，编写《制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第一～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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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初稿）。

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对标准进行了不断修改和完善，最后汇总形成《矿

如何更好地为成矿规律研究服务？需要提交的图件的比例尺？经多次研讨，初步

矿规律和成矿预测专业之间如何相互衔接？成矿地质背景研究中大地构造相图

态化，还是成矿区带的调查评价工作？还是两者都要兼顾？各成矿地质背景、成

业领域有争议的问题分别进行研讨，如：该总则适用范围是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常

  6．2013 年 10－12 月，项目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针对总则中涉及的各专

分 总则》（草稿）的编写。

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项目组于 9 月完成了《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一部

矿地质背景研究报告等资料。与参加本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近百名地质专家进

评价方法体系》（叶天竺等，2001）、六个大区和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

鹏大，2003）、综合信息矿产资源评价方法（王世称等，1995）、《固体矿产预测

产资源资源潜力评价各专业技术要求、《“三联式”5P 地质异常定量评价方法》（赵

一轮成矿远景区划技术要求、第二轮成矿远景区划技术要求、2006－2013 年矿

  5．2013 年 5 月下旬－9 月，项目组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工作，收集了包括第

地构造图、变质岩大地构造图修订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标准编制提纲。

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成矿地质背景编图研讨会，听取了全国专家组对全国大

项目成果汇总汇报会。2013 年 5 月 11－12 日，参加了在四川西昌召开的全国矿

提纲。2013 年 5 月 5－9 日，在北京十三陵参加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召开的

讨论编写提纲和分工；草拟《制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编写

点内容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项目组进行了工作分工。

价规范编写的总体思路、适用范围、规范总体框架、第一～第二部分的结构、重

  4．2013 年 4－5 月中旬，项目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围绕矿产资源潜力评

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的设计审查.

订——制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第一～第二部分）》项目设计，并通过了中

  3．2013 年 1 月－3 月，收集资料，编写了《地质矿产勘查标准的研制与修

2．2013 年 1 月 31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项目任务书。

的初审，修改后提交给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并于 10 月 21 日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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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4年 1月－2014 年 5月，项目组召开了第三次会议，逐条逐句对规范

进行了修改完善，增加了规范编制单位和人员、资料准备和预研究内容、成矿规

律研究中预测工作区成矿特征研究等，补充了部分术语，修改了第 5 章和第 6

章的有关内容，对其他章节也进一步修饰完善，力求要求明确和易于理解。同时，

根据 2014年任务书，编写了 2014年项目工作方案。2014年 4 月 18日，中国地

质科学院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的审查。 

8．2014年 6月－2014 年 9月，项目组对《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一部

分 总则》（初稿）进行认真梳理和统稿。于 2014年 7 月 29－30日在武汉市召开

了第四次会议，详细讨论了该规范的各类图件的编图内容、编图方法和有关指标，

对术语和定义进行认真筛选，提出了需要明确的技术方法和有关图件，重点修改

了预测矿种、矿床预测类型和预测工作范围，明确地质、矿产、物化探、遥感、

自然重砂、矿产预测、工作部署等研究内容，加强物探、化探、遥感异常推断解

释，做好成矿规律研究，确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方法和要求。与项目组成员进行

了交流和讨论，于 9月底完成《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征求

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9．2014 年 10－11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调中心将征求意见稿下发到

全行业具有代表性的 45个单位征求意见，截止到 2015年 11月，收回了 37个单

位反馈意见 236条。其中，8个单位反馈意见时完全赞同。 

10．2014 年 11 月－2015 年 3 月，项目组对《总则》（征求意见稿）中的总

体要求、预研究、成矿地质背景研究、成矿规律研究、矿产预测等主要内容反复

讨论，不断完善，于 3月中旬完成《总则》（征求意见稿第二稿）。 

11．2015 年 4－6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中心对《总则》（征求意见

稿第二稿）进行了补充征求意见，重点补充了有色、煤炭、化工等行业，针对反

馈的意见，项目组进行了反复讨论，不断完善，于 6 月中旬完成《总则》（送审

稿），并经过了中心组织的初审。初审专家认为，《总则》编制依据充分，基础扎

实，内容全面，涵盖了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全过程，以板块构造和成矿系列理论

为指导，运用大地构造相分析方法，开展成矿地质背景研究；采用矿产预测类型

和预测方法类型划分，建立地物化遥综合信息预测平台，开展典型矿床与区域成

矿规律研究，结合物探、化探、遥感和自然重砂等资料，进行成矿预测，圈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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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远景区，评价成矿远景潜力，为科学合理规划和部署矿产勘查工作提供依据。

《总则》体现了理论等等，方法科学，切合实际、易于操作，有利于推动矿产资

源潜力评价常态化和固体矿产调查评价工作，对促进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科学化和

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经初审和修改完善后，向中国地质科学院项目管理办公室

提交了评审申请。 

12．2015 年 7－12 月，项目组又征求了相关专家意见，编写组成员进行了

多次研究和讨论，补充了矿种成矿规律研究一节的有关内容，并对第 8章结构进

行了调整，按照基本要求、典型矿床研究、矿种成矿规律研究、区域成矿规律和

预测区成矿规律研究编排。同时，对部分图件编制和利用要求进行了修改。 2015

年 12月 14日，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有关专家在北京对本规范进行了评审。 

13.2016 年 1－4 月，项目组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术

语和定义，适当调整了适用范围（不含能源及油气矿种）、矿产定量预测、成矿

单元划分和有关图件编制等内容，补充完善了征求意见表和编制说明。2016年 6

月，提交本规范修改稿并通过地调局审查。2016年 11月完成项目资料归档。 

14.2016年 12月-2018年 9月，根据地调局总体安排，拟与本规范第 3部分

完成后一并提交区域地质矿产分技术委员会审查，多次与承担单位中国地质科学

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进行沟通协调，使第 1部分总则第 7章成矿规律与第 3部分内

容更加吻合。 

15.2018 年 10 月，本规范通过了区域地质矿产分技术委员会审查，项目组

根据专家意见对术语和定义、适用范围、图件比例尺等内容进行修改完善，调整

了成矿规律与物化遥等资料应用分析的前后顺序，将工作比例尺修改为 1∶250 

000，并在标准名称上增加了比例尺，最终标准名称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1∶250 000）  第一部分 总则》，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征求意见表和编制说明，

2019年 3月正式完成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第一稿）。 

16.2019 年 4 月至 2022 年 9 月，按照主管部门和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

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返回的意见建议，依据最新发布的《固体矿

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和《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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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2020），我们组织《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1∶250000）第 1部分 总

则》起草组成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沟通，认为关于预测资源量、类别划分及控

矿要素等内容应按最新要求进行修改，修改内容共涉及 40 处，现应修改情况进

行逐一说明。 

（1）目次中 10.5，“预测区资源量估算”，修改为“预测区潜在矿产资源估

算”。 

（2）前言中将“本部分”修改为“本文件”，“蔺志勇”修改为“蔺志永”，

并增加了作为分部分标准的发布信息。 

（3）引言中补充了作为分部分标准的组成信息。 

（4）第 1章中将“本部分”修改为“本文件”。 

（5）第 3章 3.1中，“估算预测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源”。 

（6）第 4章 4.1.3中，“估算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源”。 

（7）第 4 章 4.1.4 中，“资源量估算按单矿种进行并汇总”，修改为“潜在

矿产资源估算按单矿种进行并汇总”。 

（8）第 4 章 4.2.2 中，“进行单矿种资源量估算”，修改为“进行单矿种潜

在矿产资源估算”。 

（9）第 4章 4.3.6中，“估算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源”。 

（10）第 8 章 8.2.5中，共有 2处，“估算预测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

矿产资源”。 

（11）第 8 章 8.3.5中，共有 2处，“估算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

资源”。 

（12）第 9 章 9.3.1.8 中，有 2 处修改。第 1 处，“按不同矿种相应的矿床

类型确定控矿要素”，修改为“按不同矿种相应的矿床类型确定控制成矿要素”。

第 2处，“预测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源”。 

（13）第 9章 9.5.1.7中，“预测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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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 10章 10.1中，“预测矿产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源”。 

（15）第 10 章 10.2.2.3中，“预测矿产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

源”。 

（16）第 10章 10.2.2.4中，“估算资源量”，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源”。 

（17）第 10 章 10.2.3中，“估算资源量组合”，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源

组合”。 

（18）第 10 章 10.5中，“预测区资源量估算”，修改为“预测区潜在矿产资

源估算”。 

（19）第 10章 10.5.1中，“资源量估算”，修改为“潜在矿产资源估算”。 

（20）第 10 章 10.5.2中，“估算资源量类别”，修改为“估算潜在矿产资源

类别”。 

（21）第 10章 10.5.2中 a），“3341”修改为“一类”。另有 2处，“预测资

源量”，修改为“潜在矿产资源”。 

（22）第 10章 10.5.2中 b），“3342”修改为“二类”。另有 2处，“预测资

源量”，修改为“潜在矿产资源”。 

（23）第 10章 10.5.2中 c），“3343”修改为“三类”。另有 2处，“预测资

源量”，修改为“潜在矿产资源”。 

（24）第 10 章 10.6.1.1中，“根据预测区范围内预测资源量大小”，修改为

“根据预测区范围内潜在矿产资源数量”。 

（25）第 10 章 10.6.1.2 中 A 类，“同时具有中型及中型远景以上规模预测

资源量的最小预测区”，修改为“同时具有中型及中型远景以上规模潜在矿产资

源的最小预测区”。 

（26）第 10 章 10.6.1.2 中 B 类，“具有中型及中型远景以上规模预测资源

量的最小预测区”，修改为“具有中型及中型远景以上规模潜在矿产资源的最小

预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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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 10 章 10.6.1.3中，“按照最小预测区内预测资源量”，修改为“按

照最小预测区内潜在矿产资源数量”。 

（28）第 10 章 10.8.2 中，“资源量估算应遵照 GB/T17766 的规定”，修改

为“潜在矿产资源估算应遵照 GB/T17766 的规定”。 

（29）第 12章 12.2.3中，“资源量计算采用区域矿产预测 GIS平台及软件，

修改为“潜在矿产资源数量计算采用区域矿产预测 GIS平台及软件”。 

形成标准报批稿。 

（四）标准起草人员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负责组织起草，规范编写由郝国

杰负责，参加编写共有 13人，另有 4人为参与项目实施成员。具体分工如下（表

1）。 

表 1 标准编写人员组成及分工 

姓名 职称 专业 项目中的分工 

郝国杰 教授级高工 地质矿产 项目负责，成矿地质背景研究 

叶天竺 教授级高工 地质矿产 技术指导和总体框架 

王全明 教授级高工 矿产地质 成矿预测 

张智勇 教授级高工 区域地质 成矿地质背景研究 

蔺志永 教授级高工 地质矿产 总体要求 

王登红 研究员 海洋地质 成矿规律研究 

肖克炎 研究员 矿产地质 成矿预测 

张明华 教授级高工 物探 重力资料应用研究 

范正国 教授级高工 物探 磁法资料应用研究 

向运川 教授级高工 化探 化探资料应用研究 

于学政 教授级高工  遥感 遥感资料应用研究 

李景朝 教授级高工 地质信息 自然重砂资料应用 

牛广华 教授级高工 物探 各类图件编制及组织管理 

王家松 高级工程师 地球化学 协助修改完善标准送审报批材料 

郭  虎 高级工程师 环境地质 设计编写与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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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海帆 工程师 地质 征求意见 

韩  伟 高级工程师 分析化学 组织实施 

曾江萍 高级工程师 分析化学 项目预算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本部分以板块构造、大地构造相和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以全国矿产资源潜

力评价和成矿区带矿产调查评价实际需求为导向，充分运用现代矿产资源预测评

价理论方法和 GIS评价技术，在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材料和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基

础上，依据科学性、客观性、统一性和适用性的基本原则，遵循 GB/T 2009-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等有关要求，研制适合适

用我国国情的《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满足国家矿产资源预

测和规划的需求，提高矿产地质勘查成果的质量和应用水平。 

（二）主要内容 

本主要内容包括前言、引言、正文和参考文献四个部分。正文主要内容有：

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目的任务和总体要求，5 工作准

备，6 预研究和设计编写，7 成矿地质背景研究，8 物化探、遥感及自然重砂资

料应用分析，9 成矿规律研究，10 矿产预测，11 矿产勘查工作部署建议，12 成

果编制。 

（三）确定内容的论据 

1.范围 

根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的实际需求，本部分规定了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

作中，成矿地质背景研究、成矿规律研究、矿产定量预测、物化探及遥感资料推

断解释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及适用范围。 

本部分适用于全国、省（市、区）及区域性矿产资源（不包括石油和天然气）

潜力评价工作，比例尺以 1∶250 000 为主，其他相关的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

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中成矿地质背景研究、成矿规律研究、矿产预测



 

9 

数据库建设和编图需要，确定了规范性引用的标准。主要包括： 

GB/T 958 区域地质图图例 

GB 9649.1～10地质信息分类代码 

GB/T 13908-2002 固体矿产勘查规范总则 

GB/T 17766-1999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DZ/T0179-1997 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 

3.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理解，对本总则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术语，依据地球科学大辞典、有

关专著、文献和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有关技术要求等进行了定义。主要包括：矿产

资源潜力评价、大地构造相、建造、矿产预测类型、矿产预测方法类型、预测工

作区和成矿远景区。 

4.目的任务和总体要求 

依据当前矿产勘查、规划、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的需要，规定了矿产资源

潜力评价工作的目的和任务。第一，要充分利用现代矿产资源预测评价理论方法

和 GIS评价技术，开展重要矿产等资源潜力预测评价，确定了当前工作的深度为

2000m以浅范围内；第二，要开展单矿种总量预测，编制单矿种预测图，进行单

矿种资源量估算，为制定国家矿产资源战略与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要依据当前矿业经济形势的变化，圈定成矿远景区，逐个评价成矿远景区

资源潜力，并进行分类排序，为科学合理地规划和部署矿产勘查工作提供依据。 

在总体要求中，明确了当前工作应采用的先进的理论，引入了大地构造相

分析方法和综合地质信息预测平台建设开展矿产预测，确定了以省（市、区）、

重要成矿带为单元，定期进行汇总；根据已有工作基础和下一步工作需要，确定

了矿产预测工作区编图的基本比例尺为 1∶5 万。 

根据刚刚完成的全国矿产资源潜力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流程。主要包

括工作准备、预研究、成矿地质背景研究、成矿规律研究、物化探、遥感及自然

重砂资料应用、矿产预测、编制成果报告等，将预研究单独做为一个重要阶段，

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5.工作准备 

包括资料准备、技术培训和总体设计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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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准备明确了应收集和整理的基础地质、矿产地、磁测、重力、区域化探、

遥感、自然重砂等资料。 

6.预研究和设计编写 

依据本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工作取得的经验，增加了预研究要求，确定了

预研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划分矿产预测类型及确定预测工作区范围；确定矿

产预测方法类型和预测工作区预测底图类别；确定预测工作区成矿特征研究内容，

及选择重点研究的典型矿床。 

7.成矿地质背景研究 

主要包括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大型变质构造和大地构造相研

究和图件编制。 

8.物化探、遥感及自然重砂资料应用 

首先从总体上规定了研究内容、应用环节和应用原则。其次，分别对磁测、

重力、化探、遥感 和自然重砂资料应用分别给了基本要求。 

9.成矿规律研究 

根据本轮预测工作实践和经济，成矿规律研究包括典型矿床研究、矿种成矿

规律研究、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和预测工作区成矿规律研究。 

典型矿床研究包括典型矿床选择、研究内容、成矿模式建立 找矿预测模型

构建预测工作区成矿特征研究包括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工作区成矿模式建立、

工作区预测模型建立等内容。 

矿种成矿规律研究包括研究内容和方法、矿种成矿模式建立、矿种成矿模式

图编制、矿种成矿规律图编制和矿种成矿规律总结。 

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包括研究内容、区域成矿模式建立、区域成矿模式图编制、

区域成矿规律图编制和区域成矿规律总结。 

预测工作区成矿规律研究包括研究目的、研究内容、预测工作区成矿模式建

立、预测工作区预测模型建立等内容。 

10.矿产预测 

明确了矿产预测的任务是：在应用已有地质资料，分析研究成矿地质背景、

成矿规律等工作基础上，通过矿产预测要素信息提取和综合，建立区域评价预测

模型，圈定成矿远景预测区，优选预测远景区及排序，估算矿产资源量，提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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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找矿工作部署建议。 

根据典型矿床研究资料和区域成矿规律总结的区域成矿地质模型以及地质、

物探、化探、遥感、自然重砂综合信息模型，按不同矿床类型确定预测要素，并

按矿床类型对预测要素分类。预测要素分两级。进一步提出了预测要求划分和要

素组合划分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明确了编制工作区预测要素图、圈定预测区范围、资源量估算、

预测区类别划分、矿产预测图编制和预测区汇总等要求。 

11. 矿产勘查工作部署建议 

规定了基本原则。第一，要依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第二，资源潜力优势

和矿业发展的合理布局；第三，能源、交通、水资源等基础设施条件；第四，明

确强调，不能与已经设立的各类保护区重叠，同时，在资源开发的同时要充分考

虑环境因素。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矿业开发和生态保护两

者权衡利弊，统筹规划。 

提出了具体工作内容。一是从技术层面上还要考虑矿种组合、矿床类型、工

作程度等因素，提出找矿远景区；二是根据工作程度全面部署区调、区域物化探

及矿产勘查工作；三是编制勘查工作部署建议意见，供政府规划部门和地勘单位、

企业投资者使用。 

12.成果编制 

包括报告编写和图件编制。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完成后，各专题应编写总

结报告，整个项目应编制总报告。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应根据各专题技术要求

编制相关图件。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及预

期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分析 

本规范是在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的基础上，依据各专业已制定的技术

要求，经过在省级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和典型示范区实际应用，在广泛调研、

充分收集、整理已有成矿区划和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有关技术要求、资料和成

果的基础上，紧密依托正在开展的相关调查与评价项目，确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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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构造图、成矿要素图、矿产预测成果图编制要求，与现行的行业标准相融合，

地质矿产编图及数据库建设方面与已有规范协调一致，增加了大地构造相图、建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在矿产勘查、成矿地质背景研究、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平相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评价工作取得的经验，修改和完善了原有的技术要求，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密切结合工作实际和刚刚完成 的全国矿产资源潜力

产预测的统一化和标准化要求，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通用的、先进的技术标准。

研究和预测密切结合，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更好适合我国大范围开展矿

预测类型、预测方法类型和预测要素等划分与应用，将先进的理论和技术与编图、

源评价方法、叶天竺教授的综合地质信息矿产预测方法是基础一致的。同时，将

法，与美国“三步式”、赵鹏大院士的“三联式”、王世称教授的综合信息矿产资

技术、多元信息综合预测方法等，是全球开展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先进理论和方

  本标准以板块构造和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采用的大地构造相分析方法、GIS

平的对比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外标准水

化具有重要意义。

力评价常态化和固体矿产调查评价工作，对促进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科学化和规范

则》体现了理论等等，方法科学，切合实际、易于操作，有利于推动矿产资源潜

价计划－工程－项目的实施，为科学合理规划和部署矿产勘查工作提供依据。《总

工作，指导生产，取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保证当前开展的重要矿产调查评

  本标准的实施，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常态化和标准化

（二）预期效果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价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主要技术方法和主要技术指标均是经过实际工作验证，

内容与评价方法，构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总体框架，编写《矿产资源潜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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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矛盾之处。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一）关于部分术语和定义的界定 

本次给出了三个重要的术语和定义，包括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大地构造相和

矿产预测类型。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较大的分歧意见。 

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在编制初稿时，给出的术语和定义是区域成矿预测，多

数专家认为，这个术语不能确切地反映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含义，要求采用矿产

资源潜力评价，指出应反映采用的理论、方法、目标及成果，最后采纳了多数专

家意见。 

大地构造相是本次重新定义的术语，在 1990年代，曾由许靖华教授给出过，

有些专家建议直接引用，但多数专家认为应体现本次工作的特点，所以本次的定

义重点要反映出大地构造相是大陆块体经过离散、汇聚、碰撞、造山等地球动力

学过程中形成的地质作用产物，是地质建造和构造的现今表达。既包含了地质构

造环境，也包括了形成的建造和构造，更好地体现了“相”的含义。 

矿产预测类型。过去研究矿床多数强调矿床的成因类型，不同的学者对同一

矿床会有多种成因解释，本次根据以地质为主，结合物化遥及成矿规律研究开展

预测工作，提出了矿产预测类型。因此，不同专家对此术语有不同看法。经过我

们认真研究，认为矿产预测类型是指在相同地质构造环境下由同一地质作用形成

的成矿地质构造要素相同的矿床、矿点、矿化点类型，表达清晰，易于掌握，便

于矿产预测。 

（二）技术流程中的预研究 

在征求意见第一稿中，技术流程中没有预研究，而是把相关内容放到矿产定

量预测中，这与本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分组有关，当时把这一任务由矿产预测组

承担。多数专家认为，这一过程实际上应是开展设计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不应按

专业分工编排。经研究，增加了预研究这一节。同时，在后面的内容中，专门增

加了预研究一章，详细说明了预研究的内容、矿产预测类型及预测工作区范围划

分、矿产预测方法类型的确定、预测工作区区域成矿特征和研究内容。 

（三）关于工作准备和设计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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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求意见第一稿中没有工作准备这一章，而多数专家认为应增加，以便更

加明确其中应收集的资料和技术培训任务及内容，落实编制总体设计要求。项目

组研究认为，专家建议合理，补充了工作一章。 

（四）关于矿种成矿规律研究 

在征求意见第一稿中缺少这部分内容，部分专家提出应补充完善。经过与成

矿规律研究编写组专家沟通，按照成矿规律研究和成矿预测需要，补充了矿种成

矿规律研究 

（五）关于预测工作区成矿特征研究 

在征求意见第一稿中，多数专家认为，其中研究内容不够全面、不细致且与

前后不协调。项目组认为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修改过程中，增加了成矿时代研

究，编制成矿地层年代表等内容，加强了预测工作区区域成矿地质背景研究，充

分分析大地构造背景及其与矿产分布的关系。补充了预测工作成矿特征（规律）

研究内容。 

（六）关于矿产预测 

有些专家提出，在矿产预测一章中，要求偏流程，介绍方法较多，不易操作。

经项目组成员反复研究后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是预测要素筛选，与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典型矿床研究和物探、化探、遥感等确定的要素可密切结合；二是增加了

预测要素类型划分，包括必要的、主要的和次要的，便于预测时掌握和评价；三

是增加了预测要素组合划分，对定位预测、圈定预测区边界、推断矿床组合及估

算资源量有重要作用；四是简化了预测方法介绍等内容；五是增加了预测区 A、

B、C三个定性类划分和预测区 1、2、3三个定量分级。 

（七）关于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编制图件过多问题 

部分专家提出，在规范中规定编制的图件过多，工作量较大，不易完成。编

写组成员进行了多次研究和讨论，最后，将规范中列出基础性图件、1/25 万建

造构造图、大地构造图、典型矿床研究等已经应用最新资料编制的图件，改为直

接利用；对大于 1/3区域有新资料的图幅要求按规范更新。这样，既大大减少了

工作量，也能达到预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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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根据本标准的性质和适应范围，建议《制定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规范 第一部

分 总则》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DZ/T）。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应在从事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和矿产调查评价的单位中贯彻

执行。建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发文件，提出贯标具体要求；分片区组织或

委托有关部门或单位举办贯标培训班，宣讲贯标的目的意义、重要性及标准

条文释义。并监督检查贯标实施情况，促进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的科学化、

常态化和规范化。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此标准为第一次制定，没有对现行有关标准废止的建议。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以上各部分已对本标准研制过程、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试验验证、主要分歧意见、发布及贯标建议进行了全面阐述，没有其他要说明的

事项。 


